
2013年南阳市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58.9亿元，占全

市 GDP的2.25%，比 2012年增长15.2%。2014年年底全市文化产业增

加值预计可超过70亿元。

数说南阳文化产业

■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

■ 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5个

■ 省级重点文化产业园区1个

■ 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2个

■ 省级文化产业特色村镇4个

■ 省 50强文化企业3个

■ 列入省“十二五”重点项目13个

■ 省服务业重点企业2个

■ 省服务业提速计划项目5个

■ 省文化出口单位2个

以文
塑城

以绿
靓城

让文化成为
南阳脊梁

南 阳 市 委 、市 政 府 提 出
“以文塑城”，是具有战略眼光
的 。 南 阳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灿
烂，是楚文化发源地和汉文化
的昌盛之地。有汉画像石、内
乡县衙、武侯祠等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迹，文化标识性突出，
稳定性罕见。南阳人素来崇
文重教，学风笃厚，民风淳朴，
尊老爱幼蔚然成风。同时，南
阳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 文 学 、戏
剧、曲艺、影视等文艺精品迭
出，书法和摄影作品连获国家
级大奖。以二月河为首的“南
阳作家群”在中国文坛有较高
的知名度。据不完全统计，河
南省和河南籍的作家获得矛
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有
七人，南阳就占了五位。

“以文塑城”，就是要传承
南阳的优秀文化，既要有“楚
人”的精明，又要有“汉人”的
敦厚；既要有范仲淹那种“忧
乐意识”，又要有诸葛亮那种

“鞠躬尽瘁”的担当；既要有大
爱报国的“移民精神”，又要有
勇于担当的“农运精神”；让每
个 南 阳 人 ，都 成 为 一 个 有 道
德、有理想、有文化、有内涵、
有抱负，敢于担当、务实肯干
的新一代南阳人。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秦俊）

本报讯 (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
员孙燕 柴森)为进一步优化回归创业环
境，唐河县打造完善“唐人在线”网络平
台，积极建设乡镇（街道）人才服务窗口，
重点创建县人才回归服务中心，极大地促
进了人才回归全民创业战略的实施。

“唐人在线”以乡镇县直部门为单位，
设立专责信息联络员定期为网络平台提
供、收录人才回归信息。目前网站正改版
升级，升级后将打造成全球唐河人即时资
讯交流互动的平台；在乡镇党群服务中心
设置敞开式服务窗口，明示回归创业工作
相关内容，实行乡镇（街道）领导带班、服
务限时办结等制度；在县委组织部设立人
才回归全民创业服务中心，以办事流程
化、服务规范化为目标，倾力打造并完善
回归项目服务体系。

唐河完善人才回归
服务体系

南阳文化焕发新活力

“我和同学去了西峡恐龙遗址园，亲眼见
到像课本上讲的恐龙蛋化石，感觉真神奇。景
区里人很多，我们也嗨翻了。”

上九年级的黄亮亮回忆起今年的十一黄金
周和同学一起到西峡的龙潭沟和恐龙遗址园游
玩儿的经历还是止不住的兴奋。

而黄亮亮的表哥王炘则选择了去淅川看
渠首，“在北京工作，每次看到南水北调源起南
阳的宣传片，心里总是按捺不住的亲切和自
豪。”在北京工作多年的王炘，特意选择在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即将通水之际，到渠首亲身感受
这一世纪工程。“真的到了大坝，才能体会到南
水北调的不易，回到了北京我会更珍惜每一滴
水。”王炘感慨地说。

今年黄亮亮一家人的十一黄金周分别在
南阳武侯祠、汉画馆、内乡县衙度过，“以前总
是想着外面的景观好，今年在南阳转一圈，发
现咱南阳一点儿都不比外面的景致差哩。”黄
亮亮的母亲说。

诸葛亮文化旅游节、中医药文化游、社旗县
赊店古城、桐柏县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文化
旅游热正在点亮南阳的假日。据悉，今年十一
黄金周，南阳市共接待游客 513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25.3亿元。

而对于住在白河边的李艳萍，自入夏以
来，观看“唱响白河”的演出成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每场演出近两个小时，过瘾！节目
不重样，精彩！”李艳萍说。

诸葛亮躬耕地、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南阳玉文化、商埠文化、
中医药文化、三国文化……厚重的南阳文化在
南阳市“以文塑城”的战略支撑下展现出蓬勃
的发展活力。

“以文塑城”，打造南阳的城市名片，提升
市民幸福指数，激发城市发展新的活力，如今
在南阳，走进公园随处可见汉画元素的身影，
月季文化节、诸葛亮文化节、玉雕节成为南阳
一年一度的盛会。

7711.3 亩护林面积，每月巡山不少于 22
天，防火期每天巡山一次，这些数字对于西峡
县天然林守护员杨双成来说，早已深深地被铭
刻在心里。“只要是跟天然林有关的事情，他就
成了‘一根筋’。”提起杨双成护林的事情，“一
根筋”、“死劲头”这些称号总是离不开他。

为保护天然林资源万无一失，杨双成没少
得罪亲戚邻居。农村素来有除夕夜上坟送灯
的习俗，但是点燃的灯火却向来是山林的天
敌，容易引发林火。“要是能够说服大家集中统
一时间上坟，并且去掉送灯的环节，发生林火
的机会就小很多了。”杨双成说。然而祖宗留
下的规矩哪儿能说改就改？他的想法刚一提
出就被村民拒绝了。尽管如此，“一根筋”的杨
双成仍然坚持不懈一家家上门说服，劝阻。

“不怕百人千人参与，就怕一人两人疏
忽”带着这份执着，杨双成不仅时时处处向村
民宣传护林守林的意识，也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护林经。“巡山不但要腿勤，而且要眼勤、耳
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林业管护员要变
为森林守护者，才能减少和避免不该发生的
火情”提起护林，杨双成总是津津乐道。对于

“一根筋”的称号，杨双成也乐呵呵地认为这
是人们对他护林工作的肯定和认可。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在西峡共有在西峡共有 793793 名像杨双成一名像杨双成一
样的天然林守护者分布在每一个乡村样的天然林守护者分布在每一个乡村，，为西峡为西峡
县的天然林奔波和奉献着县的天然林奔波和奉献着。。漫步南阳漫步南阳，，花香四花香四
溢的月季溢的月季，，绿树环绕的城区绿树环绕的城区，，每一处绿色所在每一处绿色所在
之地之地，，都能见到这些都能见到这些““一根筋一根筋””们忙碌的身影们忙碌的身影。。

守护南阳绿城的“一根筋”们

■ 概况:
南阳市林业用地面积 1630 万亩，其中

森林面积 1276 万亩，约占河南省的四分之
一；森林覆盖率 35.25％，高出全省 13.7 个
百分点；森林蓄积量 2168 万立方米，约占
全省的五分之一。

自然保护区、森林（湿地）公园 19 个，
总 面 积 237.82 万 亩 ，占 全 市 国 土 面 积 的
6.56%。

■ 规划:
构筑“三区（伏牛山区、桐柏山区、平原

区）二城（城市绿化美化、小城镇绿化美化）
一点（村屯绿化美化）一网络（生态廊道网
络）”的生态建设格局；

市中心城区围绕“一环（环城高速）三
带（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白河沿线、白桐干
渠）四片（独山森林公园、兰湖森林公园、西
二十里岗片林、黄台岗沿白河片林）六线

（六个国道、省道出入市口）”的规划布局，
建设环城防护林和城郊森林。

■ 成果：
城市绿化工程：2012年，城市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 40.9%，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345公顷，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02
平方米。市区主干道平均绿地率达 29.7%。
全市范围内生产绿地达到485.4公顷。

环城防护林及城郊森林建设工程：营造生
态林和风景林6000余亩；形成环城高速80公
里景观林带；城市郊区山区、丘陵区、平原区森
林覆盖率分别达到51.2%、32.6%、22.3%。

平原绿化完善提高工程：补植完善农
田林网 265 万亩，新建 199.3 万亩，全市平
原森林覆盖率达 22.3%，农田林网控制率达
85%以上，建成功能完善、多林种、多树种
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

村镇绿化工程：全市乡镇政府所在地绿
化覆盖率达33.1%，村屯绿化覆盖率为42.2%。

山区生态林建设工程：在丹江、白河、
湍河、唐河、淮河源头和南水北调中线源头
及库塘周围沿水区域，营造水源涵养林，全
市山区年营造生态林 50万亩以上。

链接
绿色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发展低碳经济，创
造绿色文明，是各级党委政府
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使
命。南阳市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响亮提出
以绿靓市战略，建设天蓝、地
绿、山青、水碧的大美南阳。把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融入各项重大决策之中，着
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工夫，为子
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银行。喜看今日之南阳，山清
水秀，碧树樱花，绿色文明正在
深入人心，也正在改变着人民
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幸福
指数明显提升，同时，绿色靓市
战略也正在推动南阳绿色经济
的快速发展。
（南阳理工学院校长 姚锡远）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
员余修师 韩丽冰）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
全国各地潮涌而来的赏玉品玉客商、人声
鼎沸的交易现场……

深秋时节，这是记者走马“中国玉雕
第一镇”——镇平石佛寺看到的景象。

石佛寺镇镇长陈云峰告诉记者：“当前
正实施的‘品牌带动’战略，使古镇的厚重
和新城的繁华相映生辉。”

叫响地域品牌。该镇以打造“中华玉
都石佛寺，璀璨明珠玉雕湾”为目标，相继
申请注册了“玉雕之乡”、“玉雕湾”、“国
际玉城”、“天下玉源”等商标及网络域名，
围绕玉文化产业“产、城、游”集中开展宣
传推介活动。截至目前，石佛寺镇已先后
荣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等称号。

擦亮产品品牌。该镇以“名师、名
品、名店”评选活动为载体，引导鼓励玉雕
大户树立品牌意识，走品牌发展之路。目
前，已有“博涵玉雕”、“玉美人玉器”、“痴
艺轩”、“玉博苑”、“琢玉苑”等品牌初步形
成。同时，组织玉雕精品参展参评。2014
年玉雕节，组织玉雕精品 100 余件，200
余家商户参加了玉雕节精品展；在“玉华
奖”和“万国玉宝杯”玉雕创作大奖赛中，
石佛寺镇展评的作品，其金奖、最佳工艺
奖、最佳创意奖获奖率达 80%以上。

推出旅游品牌。该镇发挥玉雕加工
历史悠久、玉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开发
建设玉雕湾景区，形成八大玉雕专业市
场；投资 30 亿元，建设集购物、旅游、影
视拍摄为一体的国际玉城。以玉为媒，
石佛寺镇玉雕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
象。据统计，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玉
雕湾日客流量超过 2 万人次，日成交额
达 600 万元。

本报讯 (南阳观察记者李 乐 通讯
员任天鹏)10 月 30 日，全省旅游饭店服务
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举行，南阳宾馆代表
南阳市参加比赛并脱颖而出，获得团体一
等奖和最佳组织奖；参赛选手高静荣获中
餐宴会摆台项目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旅游局、
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主办，共有省直 27
家旅游星级饭店、87 名选手参加。此次全
省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是对我省旅游
饭店服务质量和员工技能水平的一次大
检阅，目的是为了促进各参赛单位围绕提
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积极探索管理创
新和服务创新，不断提高饭店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以科学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树
立星级饭店良好的形象。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
员徐宏起）11 月 5 日记者获悉，在 2014 中
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南阳
市成功签约 55个项目，总投资 221.5亿元，
引进省外资金 216.79 亿元。其中，投资亿
元以上项目 49个，总投资 217.88亿元。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省政府于 2010 年共同
创办，今年是第四届。会前，南阳市各级
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做好招商项目的征
集、筛选、包装和对接工作，南阳市工信部
门精心筛选了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产业
转移重点合作项目 149个对外发布。共邀
请客商 120 人，其中世界 500 强客商 1 人，
国内 500强客商 3人。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

南阳引进省外资金
216.79亿元

“品牌玉雕”
璀璨绽放

南阳宾馆在省旅
游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中荣获佳绩

□ 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封 德

□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吴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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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宣讲圣谕文化演出 崔培林 摄

贯彻落实““三个总三个总””
决战决胜保通水保通水

南阳湿地南阳湿地 崔培林崔培林 摄摄


